
!陈杰

临近大学毕业季 ! 随着几位大学

教授对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吐槽 ! 媒体

上关于本科生毕业论文制度是否该取

消的争论又起 " 笔者作为高校教学一

线的一名教师 ! 每年都要指导 !"# 篇

本科生毕业论文 ! 希望就此发表一些

个人看法"

浏览各方争论! 主张取消本科生毕

业论文人士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

点# 一$ 当大学本科从精英教育转为大

众教育后! 一般的本科生缺乏完成高水

平论文的能力 ! 毕业论文普遍质量太

差! 要么流于形式! 要么存在很多舞弊

和造假% 二$ 大学大幅度扩招后! 大学

师生比普遍过高! 大学老师非常忙碌 !

指导研究生论文都来不及 ! 没有精力

指导本科生写毕业论文 ! 无法有效把

关和提供足够指导 ! 本科毕业论文的

要求对学生和老师都是很大负担 " 客

观说! 这两点从现象上确实都存在" 但

仔细剖析! 这两点看法都回避了一个关

键问题! 本科生到底有没有写毕业论文

的必要性"

对一个制度存废的争议! 逻辑上应

该首先问有没有必要! 其次才是如何做

好或如何放弃" 如果有必要$ 十分有必

要! 那么即使现在做得很不好! 也应该

花大力气加大投入做好它" 如果没有必

要! 那么即使现在做得很好! 也没有必

要刻意保留"

社会生产活动对大学生所

要求的基本业务能力和综合素

质! 都能在一篇毕业论文中体

现和考查出来" 一个大学生如

果连毕业论文都写不好! 那很

难断言其优秀"

按照这个视角! 来讨论一下当前我

国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到底还有没有必

要" 确实! 近 $% 年来! 大学本科教育

规模增长很快 ! &''( 年全国高校招生

)%% 万! *+&( 年是 (#* 万! 但高校招生

大幅度扩张是国力上升和社会进步的体

现! 不代表今天的大学本科教育质量下

降"

作为一名在一线从事本科教学和人

才培养的大学教师! 我能切身感受到毕

业论文的制度要求在大学生培养中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 学者精深的学术论文!

体现新的创见和承载伟大的发现! 需要

很长的训练和艰苦的努力" 对于普通本

科生的毕业论文! 确实不可能要求都具

有专业核心期刊论文那么高的学术价值

和科学性$ 严谨性" 在我看来! 本科生

毕业论文更多是一种写作训练! 远还没

有上升到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训练的

程度"

清华大学教务处处长彭刚近期宣布!

该校将在大一新生中增设 &写作与沟通'

必修课程! 我个人非常认同他所说的一

句话# (写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思维

水平的体现! 写作训练同时也是$ 甚至

首先是思维训练") 我也曾经多次跟所指

导学生说过# 不要把写论文当成一个负

担$ 为拿学位不得不做的苦差事! 这恰

恰是校园学习阶段最有价值$ 最能提升

自己的一个环节" 我之所以这么看重和

强调论文写作在学生培养中的作用! 基

于以下考量#

首先! 写论文是对写作能力$ 逻辑

能力$ 自学能力$ 信息收集能力$ 知识

整合能力$ 创新能力的极大考验和最好

锻炼" 社会生产活动对大学生所要求的

基本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都能在一本

毕业论文中体现和考查出来" 如果说写

出好论文也不一定优秀! 但一个大学生

如果连毕业论文都写不好! 那基本可以

断言很难优秀" 让一些教授诟病的一批

本科生毕业论文! 读后让人感觉逻辑能

力和语文能力比高中生还不如" 高分进

了大学! 读了四年大学! 逻辑能力和语

文能力反而退步了! 这是大学教育的失

败! 也是大学老师的失责"

其次! 校园学习包括课程学习和论

文写作两个部分! 但课程学习获得的都

是被动灌输和碎片化的知识! 而论文写

作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 论文撰写和

修改过程! 表面是写作与表达的训练和

改进! 背后是自学能力$ 逻辑能力和逻

辑层次的一步步提高! 最终指向思考丰

富性和思想层次的修炼" 所以没有论文

写作训练这个环节的学历教育一定是不

完整的! 论文写作至少也有个系统性的

知识总结和回顾的作用"

第三! 再好的课程! 在校园外也能

找到! 但论文写作训练这件事! 只有在

学校里读书时候才有这个 (福利)" 在

学校写论文! 有导师给学生把关! 帮学

生指出选题有没有价值$ 逻辑通不通$

布局结构是不是合理 $ 写作规范不规

范$ 思考有没有深度$ 表达是否严密$

工作量够不够等问题" 说实话! 大部分

学生的论文初稿是惨不忍睹的! 也就在

学校里! 有指导老师出于责任也好$ 出

于无奈也好! 会去看$ 会去改! 帮助他

们逐步提高" 出了学校! 一个人的写作

能力往往很难再有机会去提高! 或者社

会要追加很大投资才能使其有所提高"

从社会分工角度来说! 大学需要做好这

个人才培养的工作"

#毕业论文 $ 不再是毕

业时候才写的论文! 而是为证

明综合能力素质达到毕业要求

而写的论文 % 对本科生论文 !

可以不要求学术创新 ! 做到

&言之有物 ' 言之成理 ' 有独

立见解$ 这三条! 足矣"

尽管笔者强烈要求保留本科生毕业

论文制度! 但现行制度确实存在很多需

要改进的地方! 否则也就不会每到毕业

季! 从学生到教师对毕业论文都有很多

非议"

分析非议的几个原因! 一个是认为

现行制度下本科生毕业论文要求过高和

要求过于向学术型研究生看齐 " 本科

生教育中的学术训练很少 ! 无论理论

水平还是研究方法方面的储备 ! 都难

以支撑完成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

文! 要求本科生都在论文中有学术创新

更是过于苛刻"

就这方面而言! 笔者赞同! 对本科

生论文可以不要求学术创新! 原则上只

做规范性要求" 在规范性$ 有一定工作

量和文字通顺的基础上! 做到 (言之有

物$ 言之成理$ 有独立见解) 这三条!

足矣 " 这也是合格大学生的最基本要

求" 此外! 形式上也确实可以多样化!

毕业设计$ 调研报告$ 实验报告$ 仿真

模拟! 都可以接受作为毕业论文"

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另一个非议

是 ! 毕业论文撰写时间集中在毕业前

夕! 这时是学生找工作的关键时刻! 他

们很难静心下来完成一篇需要相当大时

间和精力投入的论文" 而且此时已经是

毕业最后一关! 如果不让通过! 学生就

拿不到毕业证! 导师和答辩评委在审核

把关时压力很大! 往往只能放水! 让毕

业论文的质量把控流于形式"

其实在这一点上! 可以学习一些国

外大学的经验! 不在毕业最后一刻要求

提交毕业论文! 但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就

要求学生大量写作课程小论文! 平时就

高度重视论文写作训练" 然而针对我国

大学教学的实际情况! 课程小论文的质

量很难把控好和做到公开合理" 更有可

行性的是 ! 允许学生完成基础课学习

后! 就随时可以提交一篇具有足够工作

量的论文供审核! 以此满足与论文相关

的毕业要求" 就如英文能力考试一样!

可以多次申请$ 多次答辩! 通过一次即

可" 甚至在校期间几次答辩都失败了!

也可以允许先拿毕业证去就业! 后论文

答辩通过再来拿学位证" 这样可以避开

毕业季的时间冲突! 让学生能有更充分

时间准备$ 更能根据兴趣爱好和灵感来

选题! 导师和答辩评委也没有不得不让

过的心理压力! 质量把关更加公正合理

客观" (毕业论文) 不再是毕业时候才

写的论文! 而是为证明综合能力素质达

到毕业要求而写的论文" 当然实施这套

制度的前提是! 对论文质量的要求仍然

一点不能放松"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

委员' 讲席教授' 投资系主任)

对一个制度存废的争议! 逻辑上应该首

先问有没有必要! 其次才是如何做好或如何

放弃" 如果有必要# 十分有必要! 那么即使

现在做得很不好! 也应该花大力气加大投入

做好它" 如果没有必要! 那么即使现在做得

很好! 也没有必要刻意保留"

本科生毕业论文不应成为 !鸡肋"

!本报记者 郝梦夷

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候选

人 % 他是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 ,---+ 特等奖学金 $ 两次国家奖学

金$ 美国数学建模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他有两篇第一作者身份论文收录于计

算机网络 . 类会议 " 这些标签加注在

一个人的身上 ! 你绝对想不到 ! 他的

分院逻辑考试考了个倒数 )+/"

他是上海交通大学 *%&0 届毕业生

吴昕宇! 他也曾经迷茫! 却一步一个脚

印找到了自己向往的学术道路"

分院逻辑考试考了个倒数 !"#

正如所有考进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

一样! 吴昕宇在高中时! 从没有掉出年

级前五名! 然而! 大学之后的日子却给

了他当头一棒"

(有时我连高数题目都没有算出

来! 可同寝室的 ,学霸- 却已经把答案

和思路都讲了出来") 吴昕宇回忆起大

一时候的挫折和沮丧! 依然历历在目#

身旁的同学总能速扫高数作业! 他却怎

么也刷不动% 很多同学还能加入各种社

团! 他连把笔记看明白都恨不得花掉所

有课余时间% 分院逻辑考试也是考了个

倒数 &%/! 托高考的福才勉强挤进电

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大一那一年! 每天的上午和晚上!

图书馆是唯一能找到吴昕宇的地方 "

(每天课外学习七八个小时! 我却一点

都没有觉得枯燥或者乏味") 吴昕宇说!

(因为心里有目标 ! 所以觉得分外充

实") 每晚十点! 伴着图书馆关门的铃

声! 走上回寝室的校园小路! 这时! 他

会为自己又弄懂了一道题而欣喜不已"

渐渐地! 他也成为那个公布答案的

(学霸) 了! 第一次高数期中考试! 他

就拿到了 '# 分" 大一上结束的分系考

试! *%% 多人的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院 ! 他排到了第 1% 名 " 也正因为此 !

让吴昕宇幸运地加入了致远学院首届工

科荣誉计划"

一堂高数课! 他要上两遍

吴昕宇对致远的第一印象! 是名声

赫赫 ! 感觉高不可攀 " 在致远的第一

年! 吴昕宇也确实面临着和刚入交大时

一样的困难 # 数学和物理课程难度提

升! 他跟不上"

怎么办. 吴昕宇苦思冥想" 随后!

他过上了早上八点听普通班课程 ! 晚

上六点上致远课程的节奏 " 慢慢地 !

吴昕宇从完全跟不上课程 ! 到渐入佳

境! 再到出类拔萃" 他终于真正适应了

大学的生活并找到学习的关键"

(在大学的学习中! 首先! 听老师

的讲解 ! 比自己一个人闷头做题更重

要! 因为那是老师思路的体现" 第二则

是! 要根据自己的理解! 给课程写一份

总结! 这才能让知识成为属于自己的东

西") 吴昕宇说"

跟上了学习节奏 ! 吴昕宇又遇到

了新麻烦 ! 物理课老师胡其图曾布

置作业 (提一个好问题 ) ! 并要学生

根据逻辑进行解答 " 吴昕宇为此苦

思冥想了一夜 " 这种完全不同于高

中的思维模式 ! 让吴昕宇倍感苦恼 !

但也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 ! 让他在

后来的科研中明白 # 提出一个有价

值的问题 !

是 科 研 很

重 要 的 第

一步 "

为了挤出时间 ! 他干脆在实

验室住下了

大三第一次担纲一项研究! 让吴昕

宇决定! 将科研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

他兴致勃勃接下这个关于室外定位的课

题之后! 却发现主角并没有他想的那样

好当# 找问题的时候! 纠结问题到底有

没有价值% 推导公式的时候! 发现自己

线性代数和概率统计像没学过一样% 做

实验的时候! 面对调不理想的参数! 在

数据质量和算法出问题二者间来回怀疑"

磨了两个月! 吴昕宇还交不出任何

像样的成果! 内心跌至冰点" 后来! 是

老师定下投稿论文的截稿时间! (逼)

着吴昕宇燃起斗志# 为了挤出尽可能多

的时间 ! 他晚上干脆就在实验室住下

了% 每天在思考问题和写作论文之间交

替征战! 一有新的想法就写出来" 这使

得他的成就感不断积累! 从而使他第一

次感到# 能令自己放下生活中喜忧! 沉

浸在挑战未知的快感里! 科研根本不是

苦差! 实属一大幸事"

拼搏永不止息 ! 随之而来的是层

出不穷的成果 # *%&( 年的冬天 ! 吴昕

宇的两篇第一作者论文均被 ,--- 国

际计算机通信会议全文收录 % *%&0 年

的秋天 ! 收到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录取

通知书//

(我特别怀念那段日子# 每天早晨

步履匆匆地从一楼上六楼! 在致远 #%*

学到晚上 && 点半后! 步履轻盈地从六

楼下到一楼! 这将成为我大学生活中最

充实而有意义的回忆") 吴昕宇如是说"

!本报记者 朱颖婕

今年 # 月! 凡洪剑即将从同济大

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毕业" 从一个

沉迷网络$ 频频挂科的留级生! 到一

个成绩优异$ 履历光鲜的优等生! 凡

洪剑用两个词语来概括这段经历! 就

是 (峰回路转) 和 (丰富多彩)"

事实上! 凡洪剑刚入学的第一年

曾是一段迷茫与自卑交织的日子! 往

前一步便是深渊! 幸而他不惧挫折 $

及时悔悟! 最终回归了学习生活的正

轨" 这一堂人生的课! 代价不菲! 却

让他明白了拼搏奋斗的意义"

从山区到城市! 引以为傲的

成绩不复存在

凡洪剑的家乡在贵州遵义 ! 从

小! 父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场景时刻

都提醒着他 (知识改变命运) 的重要

性 ! 常年保持在全班第一名的凡洪

剑! 在 *%&2 年如愿进入自己向往的

同济大学"

然而! 来到上海这座全然陌生的

城市之后! 凡洪剑向来引以为傲的学

习成绩不复存在了" 看着同学们将学

习和生活处理得游刃有余! 很长一段

时间内! 他的情绪都十分低落" (自

由的大学看似没有竞争! 其实是一场

更为残酷的竞赛! 每个人都在争分夺

秒地用知识$ 实践丰富自己" 然而在

刚入大学时! 我却迷上了过去很少接

触的网络游戏")

凡洪剑坦言! 在游戏中! 他体验

到了久违的成就感! 因此! 他曾 (不

分白天黑夜地玩游戏)! 导致他在第

一学年挂科 21 学分 ! 绩点只有 +30(

*满分 !+! 最终不得不留级" (每次

和父母打电话! 我都只能支支吾吾 !

寒暑假回家时! 看着父母日益斑白的

双鬓! 想到自己在学校不思学习! 我

心里很愧疚") 是时候改变了! 他暗

暗下定决心"

迷途知返迎来蜕变! 以亲身

经历帮助他人

改变的第一步是反思和总结" 凡

洪剑说到! 他对自己一步步沉迷游戏

的过程进行了深刻反思! 最终意识到

自己之所以泥足深陷于虚拟生活! 是

为了逃避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 "

痛定思痛! 他直接删除了游戏! 并告

诫自己不能重新下载"

然后! 凡洪剑给自己定下的第一

个目标是# 每天晚上 && 点准时睡觉"

生活作息逐渐改善后! 他开始和同学

一起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 游泳 $ 健

身$ 打乒乓球//

将心思放在学习上后! 凡洪剑的

学习成绩开始稳步提升了" 据了解 !

留级后的第一个学期! 他重修了大部

分课程! (刚开始学得比较吃力! 绩

点回升到 24#") 到了第二个学期! 他

以几乎全优的成绩完成了专业课考

试! 绩点上升到 14*! 那一年 ! 他获

得了同济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

奖$ 国家励志奖学金" 去年 ' 月! 他

还成功获得了本校研究生保送资格 !

接下来即将攻读应用化学专业"

回顾自己的经历! 凡洪剑发现 !

沉迷网络的人并不是不会反思自己的

错误! 而是缺乏改变的自信和勇气 !

他决心尽他最大的努力帮助同样饱受

网瘾危害的同学" 凡洪剑提到! 大一

班里有个同学小李因为看网络小说 $

打网络游戏一度处于留级边缘! 在他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劝诫之后! 小李开

始形成规律的作息! 每天定时完成规

定的课程任务! 最终顺利完成了那一

学年的学习任务"

热衷实践 ' 公益 ! 为青春

作最好的注脚

在保证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情况

下! 从大二开始! 凡洪剑开始积极参

加校内外的各项活动" 大二下学期 !

他利用课余时间和机械学院的四位同

学组成了一支创新课题组! 并报名参

加了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大

赛" 从概念提出$ 方案设计到产品问

世历时整整一个学期" 最终! 他们设

计的 (无电能消耗智能窗) 通过层层

筛选获得了全国三等奖"

为了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 大二

那年! 他还参加了新东方优能中学的

面试! 并成功进入新东方担任化学兼

职教师" 他告诉记者! 有了授课津贴

和在学校勤工助学所得的 )+++ 余元

月收入! 从那时开始! 他就能负担自

己的日常生活开支了"

大三第一学期! 凡洪剑加入了学

校的爱心社! 每逢周末就会前往本市

的一些贫困家庭! 为残疾孩子辅导数

学$ 化学功课" (每次辅导至少 * 小

时! 路上来回 * 小时! 基本上一天都

扑在这件事上了") 而这件并不容易

的事! 他坚持了整整一年"

(年轻时的我们也许会沉溺于自

卑$ 迷茫$ 后悔等复杂的情感! 但最

终将慢慢回归到平静与自信" 未来并

不清晰! 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张开双

臂! 踏踏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迎接它

的到来") 凡洪剑这样说"

!$$"$%&"#$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文汇教育责任编辑*姜 澎

编辑*郝梦夷

他们曾陷入低谷#却发奋自强走向成功之路

在我们的大学生活中! 并不总

是一帆风顺的" 或许是大学学习方

式的不同带来的困惑# 或许是少了

监督之后自我约束的放松# 或许是

对于未来生活的迷惘和困惑$$不

过看看今天这两位毕业生的励志故

事! 也许会给你一些启发%

他们都曾陷入自我质疑的怪

圈! 他们也都曾被学习成绩 &打'

得抬不起头来 % 但令他们骄傲的

是 ! 在经历四年之后 ! 毕业时的

他们实现了逆袭% 就如文中所说!

&年轻时的我们也许会迷茫! 但最

终将慢慢回归到平静与自信 % 对

于未来 ! 我们所能做的 ! 就是张

开双臂 ! 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地迎接它的到来%'

!留级生"逆袭获得!保研"资格 跌进!倒数 "#$"却最终拿到国家奖学金

毕业生

学者视点


